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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华光子公司股权转让迷局

该子公司停业4年，评估值为-2022万，却以1920万元被买走

见习记者 杨苏

� � � �一笔子公司股权转让帮助青鸟

华光（

600076

）在

2013

年成功摘帽。

但这次转让的蹊跷之处在于，

该子公司人员解散停业

4

年仅剩空

壳， 却以超过挂牌价逾

6

倍的价格

被买走，而买主出手的原因成谜。如

今，青鸟华光公告称因“涉嫌未按规

定披露信息”，遭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但对于涉案具体事项，青鸟华光

对外一直表示并不知晓， 记者近日

联系公司相关负责人，但未获回应。

子公司停产4年

评估值为-2022万

据悉， 对青鸟华光的调查通知

书由山东证监局下发。 监管部门人

士透露，把“未按规定披露信息”作

为立案调查原因时， 其衡量标准首

先是上市公司未披露信息对投资者

的影响程度，诸如财务信息真实性、

是否存在大额违规担保以及大股东

占款、资金挪用等。

如此考量， 青鸟华光未披露的

信息或影响巨大。 而青鸟华光在出

售子公司中的种种不寻常迹象，亦

疑窦重重。

2012

年，青鸟华光处置该子公

司股权转让收益达

4313.91

万元，

帮助公司摘帽。 当年公司净利润为

377.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则为

-1341.91

万元。

扭亏的头号功臣，正是去年

11

月青鸟华光将子公司北京青鸟华光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青鸟

华光）以

1920

万元售出。 北京青鸟

华光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竞拍的挂牌

价只有

300

万元， 成交价溢价

6

倍

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 出售资产公告

显示， 北京青鸟华光评估价值为

-

2022.19

万元， 净资产为

-2312.62

万元。此前，北京青鸟华光认缴注册

资本额为

2000

万元，分别由青鸟华

光以及控股子公司持有， 以账面值

计算本次股权转让增加公司的股权

权益

4000

多万元。

需要强调的是，常年为青鸟华

光提供审计服务的中磊会计师事

务所，为北京青鸟华光出具的是一

份带强调事项的审计报告， 认为

“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此外， 北京青鸟华光的固定资

产账面值仅为

1715

元。 公告还显

示，北京青鸟华光“自

2009

年起无

经营收入，每年只有管理费用支出，

表明本企业自

2009

年起再未进行

正常的营业运作。”特别事项说明里

则称，“公司自

2009

年起停产至今，

人员已解散”。

沈阳北大青鸟

注册地址与买主相同

为了一个空壳愿意拿出近

2000

万元的买主，难免引起市场关

注。注册信息显示，买主的控股股东

与沈阳北大青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的企业地址完全相同。

青鸟华光披露， 买主为非关

联方新疆盛世新天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其中

98.3%

注册资本由沈阳

盛华岳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辽

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查询信

息显示，该公司注册地址为“沈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街

20

甲

1-4

号”。

然而， 沈阳北大青鸟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同为“沈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街

20

甲

1-4

号”。 地图检索显示，当地多家餐饮

服务企业以北大青鸟作为后缀用以

标识自己的所在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 青鸟华光的全

称为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北大青鸟渊源极深。

2006

年至

2008

年， 北京北大

青鸟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

北大青鸟） 和北京天桥北大青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转让公司

1953.28

万股、

4488.32

万股，使得北

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为

青鸟华光第一大股东， 持有

6441.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7.62%

。目前，

尽管北京北大青鸟不再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 四名青鸟华光董监高仍然

担任北京北大青鸟高管。 青鸟华光

董事长周燕军、 副董事长侯琦和董

事刘永进均现任北京北大青鸟副总

裁， 董事于明任北京北大青鸟投资

银行部总经理。

此外，在

2012

年报的《临时公

告未披露事项》中，青鸟华光承认共

使用关联方提供的资金

5356.35

万

元。其中，北京北大青鸟为青鸟华光

提供了

668

万元的资金。

另一正常运营子公司

2010年仅卖1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青鸟华光曾以

1

万元出售一家正常运营的子公司北京

北大青鸟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北大青鸟网络），这也与北京青

鸟华光近

2000

万元的出售价格形成

了明显的对比。

青鸟华光称， 出售该子公司目的同

样是为了盘活长期股权投资， 也同样是

出售子公司

100%

股权。 唯一不同的是，

青鸟华光公告称北京青鸟华光卖给非关

联方，而北大青鸟网络是卖给自己人。

2010

年报显示，北大青鸟网络以

1

万元的价格，被转让给深圳市北大青鸟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北大青鸟）。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北大青鸟

网络结果为，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82.26

万元，净资产额

-1065.28

万元。 公司在

2009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分别为

78.30

万元、

-31.86

万元。

青鸟华光称，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

容和定价政策为， 以北京北大青鸟网

络审计值为基准，董事会同意以

8000

元向深圳市北大青鸟转让

80%

股权，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青鸟华光科

技有限公司以

2000

元转让余下

20%

的股权。 根据

2010

年年报，此次交易

增加公司股权权益

1066.28

万元。

然而，因为资金紧张，青鸟华光常

年背负应付给关联方的款项， 而应付

给深圳北大青鸟的近三年金额分别为

3174.29

万元、

300

万元、

3750

万元。

除此之外， 青鸟华光近两年的运

营情况也令人费解， 公司的管理费用

一直是营业收入的

2~3

倍。 近两年年

报显示， 青鸟华光营业收入大致在

1000

万元左右， 然而管理费用达到

2500

万元。

万福生科小非解禁将延期

或因财务造假

近日，市场对万福生科（

300268

）小非解禁

事项非常关注。 不少人担心公司小非股东在

3

月

27

日其股份限售届满后， 大规模减持股份，

从而引发公司股价波动。 不过，按照有关规定，

一般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均需要走完相应流程，

另外公司还需要提前三个交易日发布提示公

告。 目前万福生科上述流程均未进行。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应流程主要依据如

下，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5.3.3

条、第

5.3.4

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

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万福生科小非股东限售

股上市流通， 尚需公司保荐机构出具同意其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并由公司向交易所提交解

禁申请，经交易所同意后方可上市流通；在限售

股上市流通前三个交易日内， 公司还需披露提

示性公告， 向市场提示限售股份的具体上市流

通时间和上市流通数量等信息。

目前， 尚未看到万福生科发布提示性公

告，由此说明公司小非股东股份并未解禁。 而

其原因很可能与因公司财务造假保荐机构未

出具核查意见，导致公司未向交易所提交解禁

申请有关。 （胡学文）

*

ST大地遭证监会处罚

何学葵终身市场禁入

*ST

大地（

002200

）今日披露，公司收到证

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绿大

地违法违规案已由证监会调查完毕， 拟对绿大

地及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给予时任董

事长何学葵及时任董事、 财务总监蒋凯西终身

证券市场禁入。

对绿大地在

2007

年度

~2009

年度报告中虚

增资产、虚增业务收入的行为，证监会责令绿大

地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60

万元。

另外， 证监会给予时任高管赵国权、 毛志

明、徐云葵、陈德生、胡虹、黎钢、钟佳富、普乐、罗

孝银、谭焕珠等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警告，并分别

罚款

30

万元。 对任独立董事郑亚光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警告，并罚款

10

万元。 （郑昱）

张常春/制图青鸟华光两次股权转让情况对比

�经营管理

问题：对广东版“新国五条”细则

怎么看待？ 假如二套房首付上调对公

司销售是否构成重大影响？如何应对？

宋广菊：（一） 房地产调控将成为

常态，在经济增长，货币持续宽松的形

势下，只有保持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才

能使市场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 防止

房价上涨过快；

（二）广东版的“新五条”细则跟

“新国五条” 一样没有更多的新的政

策，都是对过去政策进行了重申，意在

保持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

（三）我们会认真研究国家和各省

的出台细则，适应国家的调控，过去我

们把握的不错， 也请投资者相信我们

今后会做得更好。 目前看二套房首付

上调对公司销售影响不大。

问题：请问董事长，除了地产之外，

保利地产还会进入哪些行业发展？

宋广菊：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会

进入以房地产主业相关的行业，比如：

住宅产业化相关的建材等。

问题：公司今年会采取哪些措施加

强销售力度？

何智韬：首先会进一步增加公司的

可售货量， 为可能出现的阶段性市场

机遇做好充分准备。在价格策略上，会

采取灵活而稳健的策略， 紧贴市场需

求。 在营销策略上会加强创新。

问题：保利地产上市以为每年的分

红都有送转股，为什么今年没有？是出

于什么考虑？ 董事会是否对以后的发

展没有信心？

宋广菊：保利地产未来仍然是一家成

长型的企业， 我们仍然会坚持高周转的

经营模式，给股东带来满意的投资回报，

我们今天披露了年度报告， 分红方案大

家也已经看到了，

2012

年我们仍然坚持

了高比例的分红， 具体的分红金额达到

16.5

亿元， 每

10

股分红

2.32

元。 近三

年，我们累计分红

39

亿元，分红比例超

过

20%

， 这在同类企业中是少见的。

2012

年未实施送转股，并不代表我们对

今后的发展没有信心， 也不代表今年和

以后年度没有送转， 我想大家应该保持

对我们的信心和期待。

问题：注意到公司年报中披露 2012

年竣工面积 943 万平方米， 结算面积

636万平方米，那剩余的竣工未结算面积

是因为之前未预售还是其他原因？

黄海： 公司披露的竣工面积包括了

地下室等非容积率面积， 同时也包括部

分已经竣工但尚未达到约定交楼时间的

面积。 公司已经竣工但尚未销售的面积

非常少，只有少量尾盘。

问题：公司 2013 年计划拿出多少资

金拿地？

黄海：公司一贯坚持等量拓展原则，

会根据公司的销售情况、 土地储备情况

和资金情况， 保持公司土地储备可以满

足未来两到三年的开发需要。

财务分析

问题：请问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情况

如何？

张曦：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

2512

亿元，负债总额

1964

亿元，资产负

债率

78.19%

， 同比下降

0.24

个百分点。

期末预收款项

905

亿元， 扣除预收款项

后，其他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42.14%

。

问题：2012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9.0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84.38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6.5%和 29.2%。 房

地产业务结转收入 663.14 亿元，同比增

长 46.94%。 为什么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差

距这么大？ 以后这种趋势是否会延续？

张曦：（一） 由于结转收入的结构和

区域不同，利润率不同；

（二）由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增加。 今

后是否会扩大或缩小这种差距要基于以

上两个原因和整个市场的方方面面。

未来发展

问题：请问未来 10 年，会不会出现

国内地产行业寡头发展的情况？

朱铭新：从现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来看，行业集中度提高是个趋势。 近几

年的数据也表明，

G10

和

G20

所占比重

越来越大，资源向大型开发商和优秀企

业的集中， 我们认为还是有利于这个行

业的发展。但是，目前销售额最大的一家

开发商也仅占到总市场份额的

2%

，所

以我认为不会出现你所说的行业寡头，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市场也会越来

越大。

问题：万科已经开始海外拓展，在责

任报告中公司也提到会这样做， 请问有

没有具体时间表？

宋广菊：有。 本月初，保利地产海外

考察小组刚从非洲回来。 对埃塞俄比亚、

纳米比亚、坦桑尼亚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调

查，拜会了坦桑尼亚的领导人以及国土部

部长， 并和国家住建总公司进行了商谈，

双方均表达了合作的意愿。坦桑尼亚毗临

印度洋，风景优美，是世界著名的风景圣

地，对中国人入境免签，十年来经济保持

百分之十的增长， 未来市场前景仍旧广

阔， 首都房价普通住宅每平方

1200

到

2400

美元，别墅每栋到

50

万到

250

万美

元一栋，同时我们也对西欧市场进行了调

研，预计在未来两年内将会迈出国门。

问题：目前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的房

地产公司？未来发展趋势如何？现在做投

资怎样？

刘平：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中长期仍

然看好，随着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进一步发展， 房地产公司仍然可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发展机会，行

业的集中度也会逐步提高。 对个人投资

者来说，应该选择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可

持续发展的公司做投资。

问题：公司项目多数位于哪些城市？

未来是否有调整的计划？

黄海：公司的发展战略是以一二线

经济中心城市为主，适当辐射到周边三四

线城市，目前公司的项目也是以北上广和

各省会城市为主。未来公司仍将坚持该发

展战略，但公司也高度关注随着城镇化的

发展所带来的三四线城市的发展机会，公

司会选择有资源和成本优势的项目。

问题：请问地产工业化是未来发展

的趋势吗？

朱铭新：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及

精装修方面当然应该成为未来的发展趋

势，我们也有这种期待。 保利地产在这方

面近年来投入了一定的力量。 比如：这两

年在全国已经有

50

个项目、

10

万平米的

建面，按照绿色建筑的标准在建设。 在公

共建筑方面， 我们广州科学城总部基地

项目已成功通过国家绿色三星建筑设计

标识认证；北京的保利国际广场项目、广

州琶洲项目的地标写字楼和酒店、 天津

的大都会等

8

个项目， 除绿色建筑申请

外，还将申请美国的

LEED

金、银及标识

认证；在住宅建筑方面，保利地产全国共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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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申请绿色建筑标识。 未来

我们将在住宅产业化及绿色建筑和精装

修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

（文字整理 洪天华） (CIS)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广菊女士致辞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朋友：

大家好！

首先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参加保

利地产 2012 年度业绩说明会， 在此，

我谨代表公司董事会及全体员工，向

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广大投资者朋

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上市以来， 始终按照中国证

监会的要求，健全制度、规范运作，坚

持科学发展观，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取

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进一步提升了

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市场影响力， 树立

了良好的公司形象， 同时也为公司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2 年，是保利地产里程碑的一

年。公司在成立二十周年之际，面临调

控持续严厉、 行业竞争加剧的市场形

势， 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专业的开

发能力，捕捉机遇，提前完成了“十二

五” 规划提出的“总资产过 2500 亿、

年销售额过千亿、 年利润过百亿” 的

目标，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1.58%。

在保证股东整体利益及公司可持

续发展的前提下， 公司坚持以相对稳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积极回报股东。 自

上市以来， 数次为广大投资者创造了

实实在在的投资回报，2012 年度公司

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2 元 （含

税）以回报股东。

2013 年，站在新的起点，保利地

产将充分发挥产品、开发、服务、人力

资源等各方面的企业先进性， 始终秉

持“和者筑善”品牌理念，积极发扬艰

苦奋斗、勇往直前的企业家精神，以提

升内部管控水平和综合开发能力为基

础要求， 以超强的执行力和应变能力

为内在动力，创新产品、深耕城市群，

专注研究多元化、复合化、高质量、统

筹开发的发展模式， 追求有质量的成

长和确定性的增长， 创造更好的业绩

回报投资者！

我们也真诚地希望， 通过本次互

动交流活动，增进与投资者朋友们的

相互了解， 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者

朋友了解公司的需求，在此也感谢广

大投资者朋友对保利地产的关爱与

支持！

谢谢大家！

嘉宾介绍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广菊女士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朱铭新先生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张 曦先生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 平先生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黄 海先生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牌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何智韬先生

保利地产2012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精彩回放

全体嘉宾合影


